
本报讯 (记 者 张楠楠) 9 月 14 日上午，省级
文明单位复查考核组组长、驻马店市文明办主任刘
翠萍一行 4 人到我校进行省级文明单位复查考评。
汇报会在综合楼 602 会议室召开。党委副书记王冰，
副校长王东云、兰军瑞，工会主席曹忠义出席，办公
室、宣传部、学生处、保卫处、工会、团委、后勤总公司
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首先，王冰代表全校师生对省文明办考评组领
导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考核组专家对学校精神文

明建设及学校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接着，刘翠萍介绍了本次考核工作的程序和有

关要求。
随后，曹忠义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让文明成为信念，潮流、标签、风尚、行动、常态、景
观、自觉等九个方面汇报了我校精神文明工作开展
情况。他表示，学校将以本次考核为契机，进一步创
新举措，积极营造文明积极的发展环境，为“四个驻
马店”建设、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在校期间，考核组审阅了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档案资料，并对校园文明创建工作进行了实地考
察。

本报讯（通讯员 梅宏涛) 9 月 6 日上午，黄淮
学院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在综合楼
602 会议室召开。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党委书记杨德东主持。

会前，班子成员根据《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
会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
生活会的通知》要求，深入学习《中央第一巡视组关
于巡视河南省的反馈意见》和《河南省贯彻落实中央

第一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聚焦巡视检查
反馈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密切联系工作实际，从
严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会上，杨德东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随后，杨德东代表学校领导班子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选人用人、基层党组织建设、“四风”问题
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对照巡视反馈意见,认真查摆存在问题，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了今后
的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大家表示，通过开展自我剖析和相互批评，对自身存在问题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诚恳接受意见建议，将整改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杨德东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会后，一是要加大对巡视整改中存在问题的整改力度；二是要加强

对基层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检查、指导；三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
部组织生活会，过好双重组织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何 威）9 月 12 日下午，我校在

综合楼 102 会议室召开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警示教
育大会，党委书记杨德东，党委副书记王冰、杨耀华，副
校长张新艳、王东云，纪委书记孙新立，副校长兰军瑞、
张艺迪，工会主席曹忠义出席，全体中层干部参加。王
冰主持会议。

会上孙新立通报了省内高校三起典型案例。兰军
瑞和重点岗位代表基建处、后勤处两位负责同志分别从
不同角度进行了表态发言。

杨德东作了总结讲话。就扎实推进我校以案促改
制度化常态化，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深化认识，统一

思想，坚定做好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的决心；二是要
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深刻剖析案件原因；三是要加强领
导，狠抓落实，确保以案促改工作取得实效。

最后，王冰就如何落实好此次会议精神提三点要
求：一是要领会实质内涵，传达会议精神，特别是要认真
学习杨德东讲话精神；二是要早作谋划部署，抓好贯彻
落实；三是要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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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学生记者 郭荟鑫 许淑贤）
8月 31 日—9 月 2 日，近 6000 名 2018 级
新同学满怀喜悦和憧憬，从四面八方齐聚
黄淮学院，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对于新同学的到来，学校做了充足的

准备。校园各处都是迎风飘扬的彩旗、醒目
鲜艳的横幅、清晰的路标指示牌、穿梭忙碌
的志愿者……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喜庆而

和谐的氛围中。今年的报到工
作完善了可视化迎新系统，扫
一扫即可获取相关资讯，并可
根据需要直接导航到校园各
处。

和往年一样，学校在火车
站、高铁站和汽车站设立接站

点，并安排专车接新生入校。一
辆辆校车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
有序驶入校门，志愿者们热情
相迎帮助新生，从报到、注册、
领取军训服装到安排住宿等一
站式服务，都是专人全程引导，
让新生和家长倍感亲切温暖。

迎新期间，党委书记杨德
东，校长谭贞，党委副书记王

冰，副校长张新艳、耿红琴、兰
军瑞等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同志到新生报到现场，了解
新生报到情况。在各个学院新生
接待服务点，校领导详细询问迎
新工作的具体安排和新生报到情
况，并向辛勤工作在迎新一线的
老师和志愿者们表示亲切慰问。
同时，校领导与部分 2018 级新生

及家长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询问
和了解他们的入学感受，并对新
生提出殷切希望，鼓励他们们尽
快适应大学生活，努力学习,不辜
负家长和学校的期望。

新生报到结束后，学校陆续
安排了入学教育、军训等一系列
活动，帮助新生更快适应大学生
活，自信昂扬地踏上人生新征程。

本报讯（记 者 张楠楠）8 月 31 日上午，我
校在综合楼 102 会议室召开新学期全体中层干
部会议，党委书记杨德东，校长谭贞，党委副书记
王冰、杨耀华，副校长张新艳、耿红琴，纪委书记

孙新立，副校长兰军瑞、张艺迪，工会主席曹忠义
出席，全体中层干部参加。王冰主持会议。
会上，谭贞指出，新的学期全校各单位要以

开展“质量提升年”活动为主线，坚“补短板、创特
色、求突破、强保障”的工作思路，立足“四个转
变”，认真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
作会议精神，着力推进“四个回归”，促进学校各
项事业提质、提速、提效。从八个方面，步步为营、
久久为功，对学校发展提出了要求，推动学校各

项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杨德东在讲话中对全体教工暑期中的辛勤

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就做好新学期工作，杨德
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要准确把握高校的根本任
务、根本标准和根本要求。二是要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三是要推进学校事业发展高质量。四是要
持续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育人环境，确保安全稳
定，促进和谐，为学校发展提供保障。
杨德东要求全校上下，提振精气神，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谋求新突破，实现新作为，为把我

校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做出新
贡献。

我校举行 2018 年
教师节座谈会

谋
求
新
突
破

实
现
新
作
为

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
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我校喜迎 2018 级新同学

学
校
领
导
班
子
召
开

巡
视
整
改
民
主
生
活
会

图片新闻：9 月 15 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华中地区 2018 年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

（图 /文 周 鹏）

本报讯（通讯员 梅宏涛）9月 10日上午，我校
在综合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教师代表座谈会。党委书
记杨德东，副书记杨耀华，副校长张新艳，纪委书记孙
新立，副校长兰军瑞、张艺迪，工会主席曹忠义出席会
议，部分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参加
了会议。座谈会由杨德东主持。

座谈会上，十多位教师代表围绕各自教书育人的

经验、节日感言和学校改革发展的建议畅所欲言。
杨德东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辛勤耕耘的全校教

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面对新时代新任务，他
提出四点要求：一要坚定理想信念。既要做学问之师，
又要做品行之师，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四有”好教师。二
要道德情操高尚。坚守人格底线，提高道德修养，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学生。
三要潜心教书育人。身为教师，需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
理念，养成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恪守严谨笃学的良好

学风。四要富有仁爱之心。新时代的好教师，必须要有
人文情怀，爱生如子，以真心、真情对待学生，用真理、
真言教化学生。

杨德东希望全体教师牢记教育初心与责任，立厚
德之志，树重学之范，为把我校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应
用型本科高校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省级文明单位考核组
到校检查指导

标题新闻
△中邦技术集团领导到我校考察交流
△英国斯旺西大学代表团来我校访问
△黄淮学院首届凤凰班开班
△我校召开本学期第二周教学工作会议
△学校领导查看 2018 级新生军训情况
△副市长郭渊慰问将出征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运动会
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师生

★在《第二十二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
奖赛暨河南省第四届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优
质课大赛》中，我校多位教师获奖。

★羊守森教授、郭超教授、乔虹教授、赵健
教授、韩占兵副教授、刘枫副教授 6 位社科工
作者被授予“驻马店市优秀社科专家”称号。

★在河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我
校 16 名师生获得了 5枚金牌、4 枚银牌的成绩。

★在省高校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
活动评选中，我校 4 项作品分获征文、书画类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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